
七夕鹊桥“惠”，买够给你来点实在的

统统 折7.7
精 选 爆 款

活动时间8月18日0点~8月28日24点

扫码登录微信店即可下单
虽然天气依旧闷热，不过8月对于广大“剁手族”来说，尤其是

爱买各种水果、坚果、零食的成都好吃嘴来说，简直是一个充满惊
喜、令人疯狂的月份。

这不，本地最大的生活类媒体电商平台成都商报买够网，在月初
以高额优惠开启周年庆系列活动，各种秒杀、抢购、打折根本没有停
过。上周才推出第二波福利活动“爆款买就送”，引得众多粉丝疯狂下
单；今天起，第三波真金白银回馈粉丝的福利活动又开始了。

说来，这周年庆第三波福利活动自带甜蜜气息，因为一年一度
的七夕节将至，所以，双节同庆，买够网誓要让大家买欺头买到手
软——你过七夕，买够贴钱，精选爆款统统7.7折！据买够网微信店
小二透露，这次参与打折的产品都是买够网近期的热卖品，平时没
有活动就卖得很好，口碑也好，现在推出7.7折优惠，而且不限量，
可以说是“亏本赚吆喝”。不过，买够网向来的宗旨就是，无好礼不
登场，自己过生，粉丝过节，买够网更要大方送礼。所以这次，我们
毫无保留，雅江新鲜松茸、眉山丹棱脆红李、广西小台农芒果、熊猫
锅自煮方便火锅、米嬴五常有机大米、每日坚果、手工萝卜干……
统统都打7.7折！

要提醒大家的是，7.7折活动从8月18日0点开始，到8月28日
24点结束，看准心仪产品就赶紧买买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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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够网、海欧和五常市志强村
志强有机水稻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合作，原产地直供米嬴牌五常稻
花香有机大米。它通过了中国和欧
盟有机产品双认证，每年产量不
多，所以其
价格也比
较高。这次
七夕打折，
可以说是
入手的好
时机。

8月的打折促销真是一波接一波。如果
你在买够网微信店还没有买过瘾，还有一
个好地方推荐给你——京东成都馆！据运
营人员介绍，目前京东成都馆正在举行“秋
意浓、蜀味香”的促销活动，跨店满199元减
100元的优惠将持续到8月30日24点。馆内
的成都特产众多，包括赖汤圆糯米粉、郫县
红油豆瓣酱、杨大爷微麻辣香肠、盈棚泡萝
卜等，可以说都是平常煮饭做菜用得到的
好产品，趁着活动下单非常划算哦！而且还
不用跑腿，直接坐等快递送到家。

此外，还有一个活动是熊猫锅自煮方
便火锅的满129元减30元，想买成都特产
给外地朋友当伴手礼的，选择京东成都馆
下单更方便！

提到李子，好多朋友的第一
个味蕾反应是：好酸。不过如果你
吃过“李子中的贵族”——来自眉
山丹棱的脆红李，你就不会有这
样的感觉了。用粉丝们的话来说，

“爽脆清甜，皮薄水分足，好吃得
很！”

眉山丹棱县位于成都市西南
边缘，属于典型的浅丘地貌。丹棱
脆红李的主产区在东经103°
00′ -103° 35′ ，北 纬 29°
52′-30°08′，神奇的北纬30°
给予了这片土地得天独厚的自然
资源。这里具有生产优质脆红李
的光、热、土、水等上佳资源组合
条件。

据介绍，丹棱脆红李种植从上
世纪90代初年期开始，目前种植面
积已近3万亩，投产面积达1万亩，
年产量3000万斤，产值1亿元以上，
脆红李种植已然成为该县第三大
水果产业。而近年来，随着脆红李
被更多人认识、认可，其在各类市
场的售价也是一路看涨。

今年，成都商报买够网从眉

山丹棱给粉丝朋友引进了这个品
种的脆红李，它个头饱满圆润，颜
色煞是好看。单果重约45克~75
克。肉质细嫩，清脆爽口，而且不
裂果，脱核，纯甜，无酸味，回味清
香。从目前累积的销售情况来看，
丹棱脆红李不仅销量高，而且口
碑好，回购率特别高，一些粉丝形
容，“买一件3斤根本不够一家人
吃，以前不喜欢吃李子的儿子这
次也是吃个不停口。”

另外，针对个别收到货的粉
丝询问为啥脆红李上有一层白
霜，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层白
霜是脆红李的果霜，只有自然新
鲜的李子才有哈。买回家稍微冲
洗一下就可以吃了。 （余兰）

八月，菇类繁盛之时，一种被称作“菌王之王”的菌菇正在悄
然入市。一些抢先尝鲜的朋友在朋友圈晒出用这种菌菇做的鸡
汤，更是引得人食指大动。这是来自雅江海拔3500米大山里的自
然馈赠，也是这个季节唤醒味蕾的至鲜美味——松茸。

“每年鲜松茸采摘期大概就是一个把月，错过了这段时间，
要想再吃新鲜松茸，就只有等来年了。”买够网产品经理张喜表
示，雅江松茸在买够网上架后，销量节节上涨，许多消费者都是
回头客，“先买了小规格尝鲜，又买大规格送礼。”

这次，买够网七夕大促，把雅江松茸拿出来搞活动，张喜刚开
始是不太情愿的，“鲜松茸货源本来就很俏，市面上根本不够卖，
买够网最初的定价就不高，完全是回馈粉丝，本次又不限量打7.7
折，可以说真的是自己贴钱给粉丝过节了。”嗯，既然产品经理都
这样说了，想尝鲜的朋友快抓
住这个机会，买大规格鲜松茸
更划算，原价489元2斤的精品
松茸，折后直省一百多元！

营养健康又美味

研究表明，松茸富含蛋白
质，有18种氨基酸、14种人体
必需微量元素、49种活性营养
物质、5种不饱和脂肪酸及核
酸衍生物、肽类物质等稀有元
素，含有3种珍贵的活性物质，
分别是双链松茸多糖、松茸多
肽和松茸醇。松茸菌肉肥厚，
具有特别的浓味，口感如鲍
鱼，极润滑爽口，无论是炖、
烤、炒、煎等各种烹饪方式，松
茸都以其自身特殊的口感与
鲜香征服食客的味蕾。

产地直供很新鲜

松茸的珍贵更在于与时
间赛跑的“鲜”，只有鲜松茸才
能保持完整的营养和鲜美的
口感。买够网以产地直供为宗
旨，携手甘孜州贡极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共同出击，采购人员
日夜驻守在“中国松茸之乡”
雅江，全程把控采摘、挑选、装
箱、配送等环节。

为了保证松茸的原始口
感，新鲜松茸在采摘筛选后
立即用专用冷鲜包装进行冷
藏包装，争取在第一时间送
到买够网顾客手上，力保其
至鲜美味。 （余兰）

雅江松茸
这个季节不容错过的至鲜美味

雅江松茸
2斤装（7～9cm）
买够价：489元
七夕特惠价：376.53元
2斤装（5~7cm）
买够价：449元
七夕特惠价：345.73元
2斤装（3~5cm）
买够价：299元
七夕特惠价：230.23元
1斤装（5～7cm）
买够价：279元
七夕特惠价：214.83元
1斤装（7～9cm）
买够价：299元
七夕特惠价：230.23元
全国大部分地方顺丰包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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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够网定制熊猫锅
可以带得走的成都味

熊猫锅
4盒套装

买够价：127.2元
七夕特惠价：97.94元

更
多

折
爆
款

7.7

要说这个
夏天，蓉城火
锅界最受关注
的网红，非萌
萌的熊猫锅莫
属——6月底，
这款由成都商
报买够网携手
味蜀吾餐饮打
造的定制版自
煮成都火锅刚
一面市，立即
刷爆许多人的
朋友圈，吃货粉丝们的评价
是，“盯着它看5秒，就被撩
动心和胃！”截至目前，熊猫
锅每周都是买够网热销排行榜的前三名。

熊猫锅目前有四种锅底，和粉丝们在味蜀吾火锅店吃到的完
全一样，都是味蜀吾中央厨房标准化生产的。除了常见的牛油锅、
清油锅，还有颠覆人们对成都火锅想象的味型：选用产自新疆的番
茄熬制的番茄锅底，以及选用眉山泡菜制作的酸菜锅底。自煮火锅
的菜品都是味蜀吾门店点单率最高的几样，荤菜有牛肉、德式火
腿、郡把。

除了味道正宗，熊猫锅还在包装上
玩起了花样——将成都风景、历史、方言
全部融入其中，让你在等待火锅加热的
15分钟里，可以通过不同方式了解成都：

“拜水都江堰”带你领略自然风光；餐垫
上的手绘图案让你了解蓉欧快铁；冲泡
卡上写着成都人爱说的“润到”；3秒读懂
成都话后，你还能扫码看段视频，更深刻
地了解天府之国滋润的背后。

上周熊猫锅4盒套装参加了周年庆
的“爆款买赠活动”，本周买够网更是开
仓放价，原价127.2元的熊猫锅4盒套装
直接打7.7折，只要97.94元！所以，啥也
不说了，赶紧买吧。

广西小台农芒果
规格：5斤
买够价：38元
七夕特惠价：29.26元

精选农家高山圆萝卜，风
干后加上芝麻油、白砂糖、食盐、
辣椒面、秘制香料等腌制，不添
加色素、香精、防腐剂，吃起来新
鲜清脆、麻辣弹牙，是开胃可口
的下饭菜。

来自芒果之乡广西百色的
小台农芒果，个头小巧饱满，单
手可握在手心。

芒果从产地直供，树上新鲜
采摘，自然
熟，无添加，
不催熟，不
打药，原生
态。

手工萝卜干
规格：240克/瓶*2
买够价：35元
七夕特惠价：26.95元

每日坚果套装内的坚
果按照25克一袋配好，早
餐时搭配牛奶，或是外出
旅游加餐，都相当方便。精
选坚果包括扁桃仁、腰果、
核桃仁、蔓越莓干、蓝莓干
等，非常丰富。

每日坚果
规格：750克
买够价：148元
七夕特惠价：113.96元

米嬴五常有机大米
规格：10斤
买够价：225元
七夕特惠价：173.25元

京东成都馆吃货盛宴 跨店满199减100

活动时间：2017年8月19日（周六）~20日（周日）上午10点~下午6点
活动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上东大街段111号春熙V购物广场
温馨提示：时下眉山丹棱脆红李大量上市，当地还将举行第二届脆红李采

摘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到丹棱幸福古村观景品果！

周末来春熙路，免费送你5斤脆红李
你姓李吗？你叫李红脆？还是李脆红？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8月
28日是一年一度的七夕佳节。为了共
襄盛举，让有需要的朋友提前准备好
节日礼物，买够网从今日起就开启了

“七夕鹊桥惠”活动。这一次，我们不
仅在线上大搞爆款7.7折优惠，在线下
也给蓉城市民准备了一大波惊喜福
利！

看好了：明后两天10点~18点，买
够网将联合四川省农产品流通协会
在春熙路的春熙V购物广场派送丹棱
脆红李——

只要你姓李，凭有效证件即可以
免费领取一份脆红李试吃装；

如果你的名字叫李红脆或者李脆
红（同音字即可，也就是说李翠红、李
崔红、李红翠……都可以哈），凭有效
证件可以免费领取5斤丹棱脆红李；

其他不姓李的朋友不要气馁哈，
只要你来现场参与活动，只要你是买
够网的粉丝，也可以超低价1元换购
一份脆红李试吃装。

怎么样，这样的免费福利是不是
很巴适？赶紧找到身边姓李的朋友一
起来春熙路免费吃脆红李吧。如果你
品尝了脆红李觉得味道巴适，还可以
在买够网微信店进行购买哦，七夕活
动期间，原价39.9元3斤的脆红李只要
30.72元！

吃过丹棱脆红李
你就不会说起李子觉得酸了

脆红李
规格：3斤
买够价：
39.9元
七夕特惠价：
30.72元

（广告）


